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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与专业介绍

1

Introduction of Disciplines and Majors



学科地位

上海交大软科：食品科学与工程世界第4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农业科学全球第3

对农业科学学科贡献率：超过83%

 国家一流学科——食品科学与工程

 国家重点学科——食品科学、轻工技术与工程（参与建设）

农业科学ESI全球排名25位，

排名率升至0.25‰

US News2022：食品科学与技术世界第1



• 食品绿色加工与智能制造

• 食品生物技术

• 食品营养与健康

• 食品功能组分结构重组与安全

大特色学科方向、 支高水平研究团队



高层次人才汇聚、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学科高地

现有教职工129人，其中专任教师103人，正高职称人员53人，97%以上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

人才称号 人数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3

国家级高层次优秀青年人才 7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2

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3

广东省杰青 4

广东省千百十工程国家级培养对象 2

科睿唯安、爱思唯尔高被引科学家 11

全球顶尖前10万科学家 19



国家级部省级科研平台

轻工与食品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本科专业实验室面积为860 m2

生均使用面积约5.7 m2 

实验仪器5641多台套，总资产1.38亿元

三个国家级基地

十三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

淀粉与植物蛋白深加工教育部工程中心
广东省天然产物绿色加工与产品安全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教育厅农产品资源绿色加工重点实验室
广东省食品绿色加工与营养调控工程技术中心
广东省脂类科学与应用工程技术中心
广东省冷链食品智能感知与控制工程中心
广东国际糖业研究中心
分子酶学与工程广东省国际合作基地

食品营养与健康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全国唯一在建食品类基地）

热带特色健康食品国际合作示范基地

小麦和玉米深加工国家工程实验室（共建）

食品工艺实

验室

食品安全检

测实验室

制糖工程实

验室

食品分析实

验室

食品生物化

学实验室

食品微生物

实验室

感官评价实验室

虚拟仿真室



科研平台-跨校区平台
珠海

顺德东莞
广州

广州现代产业技术研究院（市部共建）

4000平米食品生物技术研发平台

02
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和南洋理工共建)

3000平米食品营养与安全研发平台

03
珠海现代产业创新研究院

2500平米健康食品中试及小规模产业化研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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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协同创新研究院（东莞）

2000平米生物活性分子开发与利用创新平台

5
大学城教学与科研基地

1300平米新型食品工程研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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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

食品科学与工程

（含食品营养与健康方

向）

国家一流专业、国家级特

色专业、广东省特色专业

食品质量与安全

国家一流专业、广东省一

流专业、广东省特色专业



培养目标--面向新时代食品领域精英或领军人才

学院办学定位
建设成为一流的高水平食品

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01

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学生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具有宽厚的知识基础和较强的

创新实践能力，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

球视野、“三力”（思想力、学习力、行动

力）核心素养，引领未来的“三创型”食品

领域精英或领军人才

02

03

能力

定位

目标

最具价值的能力

对复杂食品工程问题的综合分析、判断、决策能力

研究创造性思维能力

基于人自身的情感而具备的沟通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模式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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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Undergraduate Training



培养模式

1 2

3 4

学生进校后在不确定具体专业，先按专业类进行

培养，后续进行专业分流，进入所确定的主修专

业学习

培养模式 培养特点

分流依据分流时间

打牢专业基础

拓宽培养口径

学生选择专业趋于理性

有利于实施跨学科教育

专业分流工作安排在第二学期末进行 以学生志愿为主，综合考虑已修学期必修课程百

分制平均学分绩点以及专业综合面试成绩等



国际化学习平台

★ 与美国罗格斯大学“2+2”本科双学位联合培养，交换培养近30人

★ 新加坡国立大学3+1+1本硕联合培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3+2本硕联合培养

★ 本科海外学习项目全校210多个，符合条件的全日制本科生均可申请

密西根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普渡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密苏里大学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纽约州立大学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牛津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纽伦堡大学
布里斯托大学
南特大学
伦敦大学学院
南洋理工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西澳大学
墨尔本大学

本科双学
位项目

寒暑期
项目

本硕连读
项目

短期学
习项目

交换生
项目

实验室
实习

international



面向未来交叉融通的课程体系



企业导师聘任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以强生师比为切入，推行导师制，促进个性化学习



构建了本-硕-博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本科 专业硕士

硕士、博士

01
食品科学与工程
食品营养与健康
（方向）

02 食品质量与安全 082202 制糖工程

01 碳水化合物绿色加工

02 糖类药物制备

03 碳水化合功能与营养

083200 食品科学与工程

01 食品生物技术

02 食品工程

03 海洋生物与食品工程

04 蛋白质化学与营养

05 功能碳水化合物

06 食品安全与控制

086000 生物与医药

01 食品工程
085700 资源与环境

01 环境与生态工程

02 生物质资源工程

085600 材料与化工

01 化学工程

工程博士



学生奖助政策

国家 学校 学院

国家层面
国家奖学金 8000元

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元

国家助学金 3300元

国家助学助学贷款 最高

8000元

学校层面
优秀学生奖学金 1000-15000元

社会捐赠奖学金 2500-20000元

社会捐赠助学金 2000-9000元

勤工助学、临时生活困难补助等

学院层面
锦瑶学生奖创基金（李锦生、

李小瑶校友伉俪捐设）

“爱•传承”奖学金（1994

级食品生物工程班捐设）

卓诚创新基金（1970届化工

二系食品工学专业陈家文校

友捐设）…………



专业地位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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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整体水平国际领先

两大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

2020年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入选

2019年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入选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专业通过 IFT国际专

业认证，并获5年认证期

2019年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通过第

四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1

2

3
创新

优化

精确



人才培养水平与创新力强（深造率35%）

2020年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3项，银奖2项

2020年第五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

创业大赛特等奖1项，一等奖4项

2019年第五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国际赛道金奖1项

2019 Food quiz bowl竞赛全国冠军

第四届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创新创业

大赛特等奖奖1项

第十五届广东省挑战杯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特等奖和一等奖各1项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食品工程虚拟

仿真大赛（南部赛区）特等奖2项

★ 近三年年本科生参加省级以上比赛获奖达80人次，SCI、EI论文近50篇，获发明专利30件



人才培养质量行业认可度高（就业率98%） 1

广东省内就业地域分布

1、广州71.43% 2、深圳1.59% 3、佛山9.52%

4、东莞17.46% 5、珠海0 6、中山0

7、惠州0 8、汕头0 9、阳江0

广东省
88.73%

境外5.33%

其他5.94%

本科毕业生就业地域分布

1 2 3就业率高 就业质量高 满意度高

 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多年位列全国高校

前列

 本科毕业生入职薪酬高出全国“985”

高校毕业生平均薪酬10%

 用人单位满意度评价

为“好”和“较好”

的比例之和超过91%

就业领域分布

1、政府部门7.04%

2、科研单位5.63%

3、食品企业53.52%

4、国内外深造33.20%



培养了一批以院士、高校校长为代表的学术精英

路福平教授
1996年获发酵工程博士学位

天津科技大学校长。天津市

“131人才”、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李琳教授
1982、1985和1988年分别获制糖工学学士、
硕士和博士学位
二级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华南理工大学原副校长、东莞理工学院学术委
员会主任

吴清平院士
1999年获发酵工程博士学位
广东微生物所所长

陈峰教授
1979年获微生物工程学士学位
北京大学工学院副院长。“千人计
划”特聘专家、美国医学与生物工
程院院士

曾新安教授
2001年获制糖工程博士学位
二级教授、万人计划“科技
领军人才”。佛山科学技术
学院副校长



造就了一批国资、跨国产业领袖和行业精英 1

刘家汉

1961年制糖工学学士学位

香港大益染料行公司董事长

李锦生

1982年制糖工学学士学位

东糖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姚振华

1992年食品工程学士学位

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董事长

方贵权

1978级微生物工程学士学位

广州轻工集团董事长



营养健康时代已来

迫切需要食品科技人才

让我们一起逐梦华园


